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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 3月16日上
午，“墨许山河”曾来德书画艺术展
在湖南国画馆开幕，这场“墨”的盛
宴将持续至21日， 感兴趣的市民
可前往参观。

曾来德为我国一级美术师、获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专家。目前
已出版《曾来德书法作品集》、《曾
来德现代书法作品集》、《曾来德谈
艺录》、《书法的立场》、《横竖有理》

等专著。
在曾来德看来，“墨”是独属于

中国的天赋，没有什么比“墨”能够
更纯粹地表达中国。 他书画并参，
以书法入画，又以画意入书。此次
展出的作品，既有飞白奔腾的狂草
大字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少字
数”、精微的小楷小品，还有大块重
墨的山水画。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程琳琳

本报3月15日讯 今天，由湖
南省儿童眼视光弱视斜视防治中
心发起的湖南儿童眼视光与小儿
眼病联盟（专业委员会）在长沙成
立，将构建新生儿眼病、眼出生缺
陷、近视、弱视、斜视防治网络和
疾病数据库， 实现儿童眼病信息
互联互通。据了解，该联盟隶属于
湖南儿科医联体， 挂靠在省儿童
医院，来自省内的131家省、市和
县级医院眼科、眼专科医院、妇幼
保健院及基层社区卫生医疗机构
成为首批联盟成员单位。

联盟成立后， 将逐步在各地
推广《儿童眼视光与小儿眼病防
治适宜技术》， 逐步完成对株洲、
衡阳等12个市州48所贫困县级综

合医院儿童眼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培训；组织专家力量，在省内启动
“爱眼护眼娃娃班”幼教机构免费
健康宣教计划，加强对0-6岁学龄
前儿童眼保健的健康教育和筛
查， 组织并指导各县级医院下到
各地幼儿园、 中小学进行爱眼护
眼知识讲座、义诊和咨询。

“联盟将为全面提升全省儿童
近视防控与小儿眼病的诊治水平，
打造全方位青少年儿童视力健康
科普传播体系，建立有序、科学的
分级诊疗协作体系，推广小儿眼病
防治与近视防控的适宜技术。”省
儿童医院副院长、联盟组织委员主
任委员赵斯君教授说道。
■记者李琪通讯员 李雅雯王曦琅

本报3月15日讯 今
日， 来自我省标识行业19
家企业的48名技术精英齐
聚长沙， 参加我省第三届
标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大赛设置了亚克力
贴膜+粘接、发光字制作+
安装、 焊接+打磨三个项
目，选手需要在限定的时
间内完成项目， 同时5位
裁判将通过各项目的完
成标准严格评分。本次活
动将推荐优秀选手代表
湖南省标识行业协会参
加2019年全国标识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

湖南省标识行业协
会成立于2005年，是全国
成立最早的行业协会。

■记者 王智芳

“黄牛”交警队门前谈“生意”被逮
民警揪出此前买卖驾驶证分数业务，“黄牛”和卖家都被拘留

“黄牛”在交警队门口打电话谈买卖驾驶证分数的“业务”，大声讨价还价，被巡查的民警逮个
正着， 也查处了卖分的驾驶员。3月15日，长沙开福交警通报了这起卖分买分案例，“黄牛”和卖家
均被行政拘留，民警同时对买分的驾驶员陈某进行训诫。民警提醒，目前可通过多种自助渠道处
理交通违法， 需要到窗口处理的交通违法请提前预约， 异常的交通违法处理将有后台大数据监
控，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严厉打击。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3月12日，开福交警大队门口，
开福交警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正在
巡查，一个正在打电话跟人讨价还
价的男子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他跟人谈的都是怎么处理
交通违法的业务， 还谈起了价
格。”开福交警大队突击中队民警
龙海说。 民警随即把男子带进大
队询问，男子姓唐，由于当天证据
不足，民警让唐某离开。

民警对唐某调查后发现，他
在3月5日曾指使王某通过售卖驾
驶证记分， 在开福交警大队处罚
窗口提供虚假证言，替湘AT0S*1
号小车处理了三起共记9分的交
通违法记录。

3月13日，涉嫌卖分的王某被
抓获，随即唐某也被抓捕归案。据
两人交代， 唐某通过微信群联系
上买卖双方， 这笔9分的业务以

600元的价格买进，900元卖出，事
发当天唐某拿着买分一方的行驶
证约上卖家王某去交警大队窗口
成功办理了业务。

龙海介绍， 两人卖分买分的
行为属于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
言，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
民警依法对唐某、王某立案调查，
对两人均作出行政拘留7日、罚款
200元的处罚决定 ， 同时对湘
AT0S*1号车主陈某作出训诫的
处理决定。

而在3月12日，一男子在雨花
交警大队处罚办门口准备帮人消
分时，被蹲守的民警当场抓获。经
查，该男子姓曹，湖南沅江人。曹
某以150元1分的价格， 帮助郭某
处理了一起记3分的交通违法。曹
某因扰乱单位秩序被雨花公安分
局处5日行政拘留。

民警特别提醒，
今年起， 自助处理交
通违法需要提前备
案。 提前下载“交管
12123”APP并注册 ，
通过关注“便民服务
桥” 微信公众号备案
常用或家人名下车
辆， 可通过手机或自
助机处理备案后产生
的交通违法。

而现场处理交通
违法需要提前预约。
对未备案前产生的交
通违法需要去各交警
大队窗口处理， 请提
前通过“便民服务桥”
微信公众号申请预
约。 预约办理的规则
是谁预约，给谁办，取
消预约的当天不能再
约。

“黄牛”交警队门口打电话露馅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 长沙
交警联合其他警种开展扫“黄”
（黄牛）行动，以多种方式对涉嫌
交通违法处理“买分卖分”人员和
非法中介进行打击。

民警介绍， 交通违法处罚是
交警部门依法对产生交通违法行
为的当事人作出的公安行政处
罚， 当事人在接受处罚时应当向
公安机关如实说明违法事实并提
交证据， 证明该违法记录确为本
人驾驶车辆所产生， 当事驾驶人
对当时产生的违法和交通事故等
承担法律后果， 提供虚假资料或
证言是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的。因此，不要去处理非本人驾驶
车辆所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特
别是通过非法买分卖分的方式处
理他人违法。

目前， 交警部门以多种方式
加大对于交通违法处罚业务的监
管，将通过后台大数据的监控、分
析及日常业务抽查， 对异常数据
展开严格调查， 一旦发现违法行
为将依法严厉打击。 长沙公安交
警多渠道推动交通违法自助处
理，并实施窗口业务预约，通过自
助方式处理已成为驾驶员办理非
现场交通违法（电子警察记录）的
主要方式。

多警种联合扫“黄”，打击非法中介

成立儿童眼视光与眼病联盟

我省构建儿童眼病防治网

本报3月15日讯 曲词典雅、
行腔婉转， 昆曲被称为最美非物
质文化遗产。昨晚，昆曲名家张卫
东首次来湖南开讲昆曲。

听昆曲、爱昆曲、懂昆曲的人，
估计没有不认识张卫东的。 他生
于北京，北方昆曲剧院演员，国家
一级昆曲演员。“昆曲不是戏，而是
儒家礼乐文明的延续。” 在张卫东
看来，昆曲的传承，关键在于文以
载道、曲谱传承、言传身教。青年人

要想欣赏学习昆曲， 务必要学习
一下古代经典典籍，“在有‘文’的
基础上去欣赏昆曲， 能够使你与
古人沟通，置身于剧中情节之内。”

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张卫东
引经据典， 兴之所至还清唱起几
句昆曲。曲友何茜直言受益匪浅，
“正如张老师所说， 要学会把昆曲
当书读， 真正读懂昆曲的文学底
蕴，用实际行动传承好昆曲。”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名家张卫东在湘讲昆曲

“墨许山河”书画展开展

未备案车辆
交通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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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标识行业
技能大赛举行

3月14日下午，“黄牛”唐某（左二）和卖分的王某（右二）被民警带到
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他们都面临7日的行政拘留。


